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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民同步點讚「好打得」最出色
1324：110打低鬍鬚 胡官13票包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旦）由建制派及反對派聯合舉行的特首

選舉論壇昨晚舉行，多家傳媒均舉行即時網上民意調查，截至晚上

11時的兩大網上民調顯示，大多數投票者都認為特首候選人林鄭月

娥的表現最佳。其中，「香港G報」的調查發現，有1,324名市民

認為林鄭月娥表現最佳，認為曾俊華最佳的僅110人；新浪香港網

站的調查則顯示，67%市民認為林鄭月娥的表現最出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翁麗
娜）選舉前最後一次3名特首候選人同
台辯論的論壇昨晚舉行，多名選委在會
後均表示，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表現最
踏實，準備充足，清晰闡述了自己的政
策理念，有大將之風，相信她是擔任特
首的合適人選。

范太：講事實心坦然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在論壇後表
示，林鄭月娥在昨晚論壇上的表現十分
平穩，以自己一貫講理由、講事實的態
度去回應各種問題。在面對尖銳問題時
也能保持笑容、心中坦然，她相信由林
鄭月娥擔任下任特首，有能力處理各種
問題。

李慧琼：真誠不攻擊他人
民建聯主席、立法會議員李慧琼表

示，林鄭月娥的表現相當不俗，既熟識
政策也表現出真誠，能將自己過去的工
作去說服大眾她是有能力處理任何問
題，又讚賞林鄭月娥的真誠分享，而非
將時間花在攻擊其他人上。
她指出，雖然論壇只有約五百名選委
出席，但相信其他選委會在不同地方觀
看直播，更重要的是讓市民看到各候選
人對問題的回應。
她表示，自己仍支持林鄭月娥作為下

任行政長官，民建聯中委會將在本周五
開會決定投票意向及安排。

郭基煇：熟政策無問非所答
新鴻基執行董事、地產及建設界選委

郭基煇表示，林鄭月娥表現踏實，沒有
問非所答，而其餘兩名候選人經常「抽
水」，但對政策的認識卻不足，故他傾
向支持林鄭月娥。

謝偉銓：平和心解難題
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景界選委

謝偉銓表示，林鄭月娥一貫地將其回應
十分細節地說出來，保持一貫水平，且
大部分時間用一個平和的心去處理各種
問題。雖然被其餘兩人圍攻，但反而有
機會讓她表現。

黃金寶信林太兌現承諾
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選委黃金寶

表示，林鄭月娥雖然被圍攻，表現仍然
理想，其政綱亦顯示出她關心體育，相
信她會兌現向選民作出的承諾。

何俊賢：理念清晰闡述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相信，由於

林鄭月娥當選機會最高，故整個論壇均
被發問者及另外兩名候選人圍攻，但她
的表現仍十分好，能清晰闡述其政策理

念，尤以政務官飯局的闡述令他感受最
深刻，「她清楚表達為何不找前政務官
幫手，正是不希望出現撕裂情況。」
他續說，林鄭月娥準備充足，對政策

也十分熟識，並認為她「能者多勞」，
才會令不少公務員同事對她有意見，
「曾俊華主管財金，許多民生政策問題
都是林鄭月娥負責，多工作自然會多人
有意見，這是很正常的。」

周聯僑：關心建築工人
勞工界選委周聯僑表示，3名候選人

中，以林鄭月娥在論壇上的表現最好，
「她準備充足，胸有成竹，有信心，無
發脾氣。」他讚賞林鄭月娥表現出今屆
選舉是「君子之爭」，反觀曾俊華指稱
林鄭月娥無政務官支持後，到林鄭月娥

解釋完又指自己的支持者才是「落區的
人」，毫無大將之風。
周聯僑認為，林鄭月娥是一名很好的

聆聽者，並指她擔任發展局局長時十分
關心建築工人，包括推行「標準合約」
及建築公司的註冊制度，令工程有更多
監管，又推行「樓宇更新大行動」令工
人有工開，「曾俊華擔任司長時卻無聽
過建造業的聲音，根本唔貼地！」

葛珮帆：顯容人之量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觀乎

3位候選人表現均不錯，但認為林鄭月
娥的表現最好。她在現場觀察到林鄭月
娥被圍攻，但仍能保持心情平和地回答
問題，也沒有攻擊另外兩位候選人，顯
示出其容人之量。

選委讚月娥最踏實 合適任特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尹妮、翁麗娜）曾俊華多次
聲言自己「是唯一一個得到跨黨派、跨界別的支
持」，更沾沾自喜，在論壇上稱「我冇想過會輸」，
似乎過於自信。林鄭月娥在昨晚論壇上表示，她明白
社會有鬱結、分歧的情況，自己在這兩個月感受良
多，個人學會更加謙卑，並強調自己與香港同行，在
當選後首先會改善行政立法關係，爭取跨界別支持，
建立互信，打破政治困局。
林鄭月娥在辯論完場後見傳媒時表示，周日就是投

票日，自己早前已跟38個分組委員見面，未來會繼
續與各界見面。
對於反對派選委，她指，不會因現時拿不到對方的

票而放棄，透露早前與個別反對派選委見面，有部分
人認同其理念。雖然明白他們有自己的政治考量，但
自己未來數天會繼續爭取每一位選委的支持。

吸引更多青年同行
她在回應有民調顯示其支持度在年輕人之中最低，

如何做到與年輕人同行時指，自己這段時間一直與年
輕人接觸，其競選團隊也有年輕人做義工，未來會加
強解釋其願景，吸引他們加入同行。

林太更謙虛 跨界尋支持

《香港G報》在論壇開始以後舉行
直播投票，「今（昨）日建制

泛民選委聯合舉辦論壇，除咗食花生等
睇3大候選人互片，不如一齊表個態，
講吓3個人入面，你覺得邊個表現最
好？」截至昨晚11時，有1,324人認為
林鄭月娥表現最好，曾俊華僅110人支
持，胡國興則包尾，只有13人支持。

67%人認為林鄭表現最好
「新浪香港」同日亦舉行網上調查，

問到：「3名候選人當中，你認為誰在
選委論壇上的表現最出色？」，而至昨
晚11時的投票結果發現，有67%受訪者
認為林鄭月娥表現最好，曾俊華有
26%，胡國興則僅得7%。

指林太貼題 曾胡唔知噏乜
網民「陳如山」說，「林太說話有質

感；曾財爺則空泛感；胡國興就空洞化
判官式感。」「May Lee」則說，「林
太，答時淡定，貼題！加油，反觀兩位
男的，不貼題，都唔知噏乜！」
「Hingchung Wong」也指，「林太最
好，不會為選舉而去辱罵對手，每事都
踏實回應，大將之才。」「Raymond
Law」說，「順應民意，眾望所歸，實
事求是，林鄭做特首。」

批曾胡靠踩人冇風度
有網民則批曾俊華及胡國興在論壇上

的表現。「Louis Lo」批評，「條麻甩

佬，不是發表自己有何管治理念，祗是
一味做反對林太人士的應聲蟲。」
「Goldken Chung」則指，「曾生不知
所謂，話林太民望低，又話民調話佢
高，靠踩人上位，冇風度！」「陳曉

生」笑言，「大蕃薯最得到公務員支
持，掌聲最多，當然啦，大蕃薯咁
Hea，跟住佢梗係無死啦，有嘢就hea住
做，人工就照支，林妹妹做特首，邊有
的（得）hea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翁麗娜）隨着互聯網
的發展，網絡欺凌的現象令人擔心。藝人蕭芳芳早前
就因拍片公開支持特首候選人林鄭月娥，就被另一候
選人曾俊華的支持者辱罵。曾俊華其後只以「尊重言
論自由」、「真心說話」來為自己的支持者開脫。有
選委就擔憂其言論有鼓吹及合理化網絡欺凌之嫌，要
求曾俊華收回言論。林鄭月娥形容，有關言論不堪入
目，相信市民普遍能分辨什麼是網上欺凌，什麼是理
性表達個人意見，希望公眾對網上欺凌發聲。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昨晚論壇中提問指，蕭

芳芳早前拍片公開支持林鄭月娥，其後就引起網民辱
罵，但曾俊華在回應事件時只呼籲大家「尊重言論自
由」，有把網絡欺凌合理化及鼓吹之嫌，責問曾俊華
會否收回言論。
曾俊華未正面回應會否收回，只稱不會接受網上欺凌，

並稱每個人都有言論自由，但同時言論亦應尊重他人。

林鄭籲公眾對欺凌發聲
林鄭月娥坦言，曾看過有關指罵及侮辱蕭芳芳的言

論，「不堪入目。」政府尊重言論自由，也不時在網
絡收集不同意見，相信市民普遍能分辨什麼是網上欺
凌，及理性表達個人意見的言論之別，期望公眾對網
上欺凌發聲。
胡國興則聲稱，兩名曾任政府高官的特首候選人的支持

者在選舉期間，均各自攻擊彼此，又自言倘有自己的支持
者說出一些「唔中聽說話」時，會呼籲他們保持和諧。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論壇後表示，不認同曾

俊華袒護網民網上欺凌支持林鄭月娥的蕭芳芳，認為
對方將網上欺凌合理化，很多市民尤其家長對此感到
擔心，恐此會鼓吹言論暴力。

薯片尊重「網辱」
葛珮帆促收回言論

■昨晚的選舉論壇，有媒體即
時作網上民調顯示，林鄭的表
現最佳。

網上圖片

■昨晚的特
首選舉論壇
上，林鄭與
選委握手交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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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位特首候選人昨晚出席由選委舉辦的選舉論壇。
林鄭月娥面對夾擊挑戰，表現有理、有利、有節，充
分展示其有心、有力、有擔當的特質，她發出「I am
ready！」的宣言，顯示她已經做好準備，挑起領導
700萬港人同行向前的重任。即時網上調查亦顯示，
大多數市民支持林鄭月娥出任特首，相信在她帶領
下，一定能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相信她能兌現競選承諾，團結各界，秉持公義，力求
仁愛，與民共議，令香港更繁榮穩定。

此次特首選舉開始以來，另外兩位候選人明顯對林
鄭月娥採取夾攻戰術。昨晚的選舉論壇，在選委提問
環節，由於抽籤的安排，要候選人回答的問題幾乎被
「民主300+」的選委壟斷，很多問題多是針對林鄭
月娥，甚至帶有強烈的挑釁意味，如丁屋僭建的處
理、如何對待民意、落區是否要警力保護等等。林鄭
秉持一貫敢於迎難而上、無懼打硬仗的作風，面對反
對派選委抹黑式的質疑、兩個對手的冷嘲熱諷，始終
從容淡定，氣定神閒，依據事實和自己的政綱，一一
回應化解，顯示出處變不驚、包容大度的大將之風。

特別讓市民刮目相看的是，林鄭月娥回應問題基本
不空談政治理念和口號，更不刻意攻擊對手，而是集
中在闡釋政綱，向選委和市民更詳盡解釋治港理念和
願景，以切實可行的政策，顯示自己的治港抱負，爭
取選委和市民認同和支持。例如在回答教育政策、利
得稅改革、安老院舍監管、加強政府管治等問題，林
鄭月娥都如數家珍地指出問題所在，解釋自己的政綱
作出改善的構思和建議。這說明，林鄭月娥關注的，
是如何真正作出創新的政策改變，如何真正提升政府
管治水平，如何更好地服務市民，反映林鄭對解決香
港的深層次矛盾經過深思熟慮，並且在此次競選的過
程中，廣泛了解吸納民情民意，為香港突破困局尋找

有效的途徑。林鄭月娥的競選政綱不斷完善、豐富，
將為她當選後制定全面的施政綱領打下良好的基礎。

作為領導人，勇於認錯、敢於承擔，是最寶貴、最
得民心的品格。林鄭月娥對於到天水圍探訪的失誤直
認不諱，坦承安排不足，並承諾作出補救。正如林鄭
月娥所指，今日的林鄭月娥仍然是昔日的林鄭月娥，
不同的只是經過選舉洗禮，變得更謙卑，與大家同
行。一位敢作敢為敢承擔的特首，正是今日香港最需
要的領導人，能帶領香港重新團結、走出困局。

與林鄭月娥相比，曾俊華除了不放過任何機會攻擊
林鄭月娥之外，當有市民問曾俊華，有長者、殘疾人
士團體曾多次邀約見面，曾俊華承諾作出安排，但最
後石沉大海。對此，曾俊華並不承認有錯失，只是語
焉不詳，支吾以對，輕輕帶過了事，與林鄭月娥坦誠
豁達對待錯失的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經過昨晚的論壇，選委和市民對3位候選人表現越
來越清楚，誰更適合當特首，民意也越來越清晰。新
浪香港網對「行政長官選舉論壇上誰的表現最出色」
進行調查，共有5124位網民參與，73%認為是林鄭
月娥，認為是曾俊華的佔19%，認為胡國興最出色的
只有8%；「經濟通」網站與免費報章《晴報》開展
聯合民調，題目是「2017特首選舉進入最後階段，
你撐邊一個？」結果顯示，67%的網民支持林鄭月
娥，遙遙領先，曾俊華的支持率為30%，胡官的支持
率為2%。

綜觀參選以來的表現，林鄭月娥熱愛香港、熟悉政
策，越戰越勇，有能力、有擔當，更具服務市民的真
心實意，她不會貪戀利益而刻意迎合，不會追求安逸
而選擇沉默，不會害怕失敗而放棄改變。可以說，林
鄭月娥對香港各方面的情況瞭然於胸，已整裝待發，
可以擔起領導香港前行的重任。

林鄭月娥已準備好帶領港人同行向前
特首選舉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在本該是

候選人宣傳政綱、凝聚社會、爭取支持、為
未來施政打基礎的時候，針對林鄭月娥的抹
黑行動也全面升級。全力為曾俊華護航的
《蘋果日報》，刊出所謂「資深政務官」的
匿名信，用一些毫無事實根據、語焉不詳的
指控，將林鄭月娥描繪成一個獨斷專行、令
公務員憎惡的高官。這種匿名信，是被文明
社會鄙視的一種「人格謀殺」手段，因為它
以無須負上任何責任的方式，以毫無事實基
礎的指控，將林鄭月娥擺上審判台，甚至無
從申辯。因為世上最難解釋的，是從來沒有
發生的事情。這種行為，是試圖將本來應該
是君子之爭的特首選舉，變成一場撕裂社會
的「叢林殺戮」。而這種卑劣行為的出手
者，是自稱「唯一能團結社會」的候選人曾
俊華的支持者，曾俊華該不該臉紅呢？

特首選舉應該是君子之爭，這是香港社會
的普遍期待，也是中央政府的期望。因為只
有通過君子之爭，候選人把辯論的焦點，集
中在未來如何針對迫切需要解決的深層次矛
盾，因應市民的需求，努力發展經濟、改善
民生，使香港社會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同
時，候選人也需要通過競選工程，深入社
會，就政綱廣泛聽取大眾聲音，以化解分
歧、凝聚共識，為未來的施政打下良好基
礎。廣大選委也需要在這個過程中，充分比
較哪位候選人最能夠符合中央對特首人選的
四個標準，這才是光明正大的良性競爭，也
是香港特首選舉應走之路。

但有些人正大光明沒有勝算，就用歪門邪

道打擊對手，用盡一切方法製造話題，哪怕
是無中生有的指控，只要能夠讓對手受到傷
害、讓對手受到刺激、讓對手盛怒之下犯
錯，就盡力炮製。曾俊華的支持者的最新
「傑作」，是炮製了一封自稱在「政府工作
多年政務官」的匿名信，編造一些沒頭沒腦
的故事，將一些毫無事實依據的指責，強加
在林鄭月娥的身上，甚至說「大部分的首長
級官員都不支持林鄭」。用匿名信來毀壞他
人名譽，抹黑他人形象，將別人擺上審判
台，是文明社會鄙視的惡劣行為，是絕對不
值得相信的。因為匿名就是無從查證，代表
着發佈者不需負任何責任，完全可以漫無邊
際地「編故事」。

對匿名信的指控，林鄭方面作出了澄清，
慘被「對號入座」的有關政務官也嚴辭否
認，市民大眾亦都相信謠言終究是謠言，即
使重複100次也不可能變成事實。但匿名信
所造成的危害是相當嚴重的，它不但打擊候
選人的形象，對候選人進行「人格謀殺」，
更會進一步撕裂香港社會，造成市民的分
化。大家還會問，為什麼只有林鄭被匿名信
攻擊，曾俊華、胡國興卻沒有？答案很簡
單，因為曾、胡是反對派支持的對象，而林
鄭是最符合中央四項標準的人選。對中央支
持的人不擇手段進行攻擊，是反對派的慣常
伎倆。五年前開始，他們製造各種不實之詞
攻擊梁振英，打擊特區政府管治威信。到梁
振英宣佈不再爭取連任，反對派就把箭靶轉
移到林鄭身上，這從另一個側面，充分暴露
出反對派逢中央必反的本質。

特首競選應君子之爭 匿名造謠是撕裂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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